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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视角下的合肥城市竞争力分析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

徐晓红，王家卉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６01）

摘 要：城市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城市竞合视角，构建包括内生竞争力与外生竞争力的
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合肥的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并与长三角中心城市比较分析。 结果
表明：城市竞争力受到内生竞争力和外生竞争力的影响，由城市间合作催生的外生竞争力有利于综合竞争力的
提升；合肥的城市竞争力在长三角 12市中处于中等地位，与沪宁杭存在较大差距，但区位优势、科教优势和后
发优势显著。 合肥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应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深化城市间合作来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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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竞争力对区域

经济的长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2014 年 9 月，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指导意见》，将合肥定位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
心，与南京、杭州并列，并提出建设沪—宁—合发展
轴，对合肥的定位与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
而，目前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杭州、南京仍
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2015 年合肥经济总量分别相
当于杭州、南京的 55.4％、58.3％；人均 ＧＤＰ 相当
于杭、宁的三分之二。 从发展阶段看，合肥仍处于
工业化中后期，而杭州、南京的后工业化社会特征
突出。 合肥不仅与长三角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差距
明显，与长三角一些二级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也远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如苏州、宁波、无锡等。 评
估合肥的城市竞争力，并认清其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的地位，对于合肥找准加快发展的突破口，进而发
挥后发优势和高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源自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

争力研究，伴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各国学者从
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理论模型，最具代表
性的有：韦伯斯特从生产和销售更高价值产品的角
度提出的城市竞争力模型

［1］ ；伯格基于投入与产出
复杂关系评估城市绩效的“迷宫模型”［2］ ；克拉索的
“多变量模型”［3］

等。 早期研究一般从个体城市出
发，将城市竞争力看作是内生的，认为其大小取决
于城市内部吸引、控制及转化资源的能力，强调城
市间的竞争关系，而较少关注城市外部区域环境因
素的影响。 在当今经济、知识和信息全方位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城市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体，人
口、资源和环境等硬约束也越发趋紧，城市之间的
竞争态势已逐渐发生变化，城市竞争不再是单向度
的零和游戏，而是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就是竞合的重要体现。 泰勒指
出，仅仅研究单个城市本身不足以了解城市的发展
变化，必须将城市看作是城市网络系统中的一部
分

［4］ 。 斯坦利将从网络视角研究城市间关系的理
论称为“新城市主义” ［5］ 。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开始突破

只考虑内生竞争力的局限，将城市间的联系纳入研
究视野，有的从城市网络联系视角评价城市竞争
力、测度城市联系度［６］ ，有的基于竞合的概念构建

理论分析框架
［7］ 。 现有研究为城市竞争力研究提

供了崭新的视角，但总体看来，基于竞合视角的城
市竞争力实证研究较少，还未见到对长三角城市群
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包括内生竞争力和
外生竞争力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
分分析方法，考察了合肥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竞合
关系，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为合肥建设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副中心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2 竞合视角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
2.1 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分为内生竞
争力和外生竞争力两部分。 其中，内生竞争力主要
源自于个体城市的内部属性即竞争因素产生的竞

争力，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科教文化、社会生活
和生态环境 5个方面来考察；外生竞争力主要源自
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城市间合作催生，一部
分是单个城市与国外的联系所形成的对外开放指

标，另一部分是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长期发展所
形成的区位优势以及城市间相互合作所形成的网

络节点优势。 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经济发展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城市的总体经济

实力，选取人均 ＧＤＰ、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贡
献率、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 ６项指标。
经济增长指标是城市发展速度的体现，与反映

当前经济水平的经济发展指标不同，它能够体现城
市未来发展的潜力，由 ＧＤＰ 增长率、第二产业增加
值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
额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5 个指标
构成。
科教文化指标的内涵为科技、教育和文化，其

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是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实力的
提升来提高城市竞争力，包括普通高等院校数、高
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高等院校教师人数、公共图
书馆个数、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科技活动人员数、
研发资金 7个指标。
社会生活指标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

程度的衡量，选取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职工年平均工资、人口密度、
每万人拥有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城镇居民家庭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城
镇登记失业率 8个指标考察。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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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竞争力模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内生竞争力

经济发展
人均 ＧＤＰ、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贡献率、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经济增长
ＧＤＰ增长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固定资
产投资额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科教文化
普通高等院校数、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高等院校教师人数、公共图
书馆个数、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科技活动人员数、研发资金

社会生活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职工年平均工
资、人口密度、每万人拥有医院及卫生院床位数、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

生态环境
人均水资源量、空气质量优良率、生态环境行业社会团体、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外生竞争力

对外开放
外贸进出口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实际利用
外资额、出口额

区位优势
高铁过境条数、高速公路过境条数、与区域中心距离、行政级别、公路里
程、机场级别、港口货物吞吐量

网络节点优势
银行业节点连接率、保险业节点连接率、证券业节点连接率、会计师事
务所节点连接率、律师事务所节点连接率

  生态环境不仅是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体现，也
是对城市工业发展方式的考量，选取人均水资源
量、空气质量优良率、生态环境行业社会团体、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市辖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5 个
指标。
对外开放指标包括了外贸进出口依存度、实际

利用外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实际利用外资
额（万美元）、出口额，考察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度
及国际化水平。
区位优势选取了高铁过境条数、高速公路过境

条数、与区域中心距离、行政级别、公路里程、机场
级别、港口货物吞吐量 7 个指标。 城市如果拥有便
利的区位，就可以通过较低的交通运输成本获取更
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
网络节点优势通过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主要企

业及其分支机构跨城市分布，来考察城市网络的连
接性，判断城市获得资源信息的优势，选取银行业
节点连接率、保险业节点连接率、证券业节点连接
率、会计师事务所节点连接率、律师事务所节点连
接率 5个指标。
2.2 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合肥城市竞争力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的地位，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中的 12 个城市进行对
比分析，包括中心城市上海，副中心城市合肥、杭州

和南京，以及二级中心城市苏州、无锡、扬州、宁波、
嘉兴、温州、马鞍山和芜湖。

12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市
2014年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库，高铁过境条数、高速公路过境条数、与区域中心
距离数据通过中国高铁网、百度地图一一统计而
得，网络节点优势数据则通过查阅相关企业网站而
得。 其中，网络节点优势指标选取了银行、保险、证
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五大行业的主要企
业，以在参与分析的 12 个城市中 两个及两个以上
城市有企业选址作为样本企业选择的总原则，共选
择了 101 家企业。 行政级别、机场级别及网络节点
优势指标权数均采用主观赋权法。
2.3 步骤与方法

首先，计算节点连接率。 根据倪鹏飞的方
法

［６］99 ，假设 n 个城市中某个先进生产性行业有 m
个先进生产性服务公司，城市 i 中公司 j 价值由该
公司在该城市办公点的重要性来衡量，由 Vij 表示。
整个城市网络为 n ×m 排列所得的服务价值矩阵
V。 由服务价值矩阵 V可以得到两城市通过一个公
司的基本连接点：

rabj ＝Vaj ×Vbj ， （1）
其中， rabj 是 a城市与 b城市间通过 j公司的一个基
本连接点，称为单位链接。 a、b 两城市通过所有公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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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单位链接的加总，得到城市链接：

rab ＝∑
j
rabj ， （2）

每个城市与其他 n -1 个城市形成 n -1 个联
系，因此城市网络中每个城市的城市链接之和为：

Na ＝∑
i
rai  a ≠ i ， （3）

这里 Na 为城市 ａ在城市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
连接数量。 总的连接数量为：

T ＝∑
i
Ni ， （4）

那么城市 ａ的网络连接度即节点连接率为：
La ＝ Na ／T （5）

由于总的链接数量 Ｔ 值较大，为了便于比较，
采用了相对节点连接率 Pa的概念，即用城市 a的链
接数量与最高城市的链接数量（ Nh ）之比来衡量：

Pa ＝ Na ／Nh （６）
其次，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即对城镇居民

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镇
登记失业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与区域中心距

离等逆向指标取倒数。 为了消除变量间数量级和
计量单位的影响，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各
变量均值为 0，方差为 1。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竞争力得分。 主成分

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
下，将原来较多的指标简化为少数几个新的综合指
标的多元统计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先计算特征
向量，即：

Zij ＝aij／ λj （7）
其中， Zij 为第 j 个特征向量的第 i 个元素， aij

为因子载荷阵第 i行第 j列的元素，λj为第 j个因子
对应的特征根。 再根据特征向量计算各主成分得
分，并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综合得分。 按照
特征根大于 1的原则提取主成分。

3 结果分析
3.1 内生竞争力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计算，得
出 12市内生竞争力得分及排名，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内生竞争力各指标得分及排名
地区 经济发展 排名 经济增长 排名 科教文化 排名 社会生活 排名 生态环境 排名

上海 4 ;.６4 1 -1 Ё.95 12 4  .６5 1 1 �.58 1 -0 祆.10 5 
南京 1 ;.71 2 0 Ё.93 4 2  .６0 2 1 �.2 2 -0 祆.83 12 
苏州 1 ;.６６ 3 0 Ё.28 5 -0  .11 5 1 �.1６ 3 -0 祆.38 ６ 
杭州 1 ;.40 4 -0 Ё.98 10 1  .09 3 1 �.11 4 1 祆.29 2 
无锡 0 ;.78 5 -1 Ё.32 11 -0  .89 7 0 �.75 5 -0 祆.43 7 
宁波 0 ;.24 ６ -0 Ё.55 8 -0  .６8 ６ 0 �.54 ６ 0 祆.87 3 
合肥 -0 ;.６9 7 2 Ё.32 1 0  .53 4 -1 �.35 11 -0 祆.78 11 
温州 -0 ;.93 8 -0 Ё.8６ 9 -1  .10 8 -0 �.78 8 1 祆.34 1 
扬州 -1 ;.73 9 1 Ё.49 2 -1  .51 11 -1 �.2 10 -0 祆.50 10 
嘉兴 -1 ;.74 10 -0 Ё.1６ ６ -1  .45 10 0 �.2６ 7 -0 靠.457 9 
马鞍山 -2 ;.６7 11 -0 Ё.33 7 -1  .78 12 -1 �.15 9 -0 靠.45６ 8 
芜湖 -2 ;.６8 12 1 Ё.13 3 -1  .34 9 -2 �.14 12 0 祆.42 4 

  由表 2可知，合肥的经济增长竞争力得分在 12
市中排名第一，说明合肥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十分迅
猛。 合肥在长三角地区是一个高成长性城市，后发
优势明显。 按可比价格计算，2013 年合肥 ＧＤＰ 增
长率高达 11.5％，同期，南京、杭州、上海分别为
11％、8％和 7.5％。 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达到
24.６％，远高于杭州的 14.5％、南京的 12.4％和上
海的 7.5％。①

合肥的科教文化竞争力得分排名第

四，仅次于中心城市上海和副中心城市南京、杭州。
合肥是中国著名的科教之城，拥有丰富的科教资
源，拥有众多科研院所，两院院士数在全国名列前

茅。 然而，尽管合肥的高等院校数目和高等院校学
生数都位居前列，但科技活动人员数、研发资金不
仅远远低于沪宁杭 3 市，与苏州、宁波、无锡也相差
甚远。 这一状况与合肥的经济竞争力得分排名不
高有关，经济发展基础制约了科技研发投入，也对
吸引人才不利。
合肥的社会生活竞争力排名倒数第 2。 目前，

合肥的人口密度离成为大都市还有很大距离。 合
肥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

格尔系数都比较高，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高达 43.1％。 合肥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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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28 082.74 元，只高于芜湖。 其农村居民家
庭年人均纯收入为 10 352.05 元，是最低的。②

同

时，合肥的城市登记失业率也较高，工作机会较少。
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差不多汇集了安徽省最好的
医疗资源，但与沪宁杭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合
肥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竞争力也不理想，排名第 11。
从基础数据看，合肥的空气质量优良率是 12 个城
市中最低的，一年里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
达到了优良。 合肥的生态环境行业社会团体只有
12个，“工业三废”的处理率也较低，绿色环保型企
业的数目较少。
3.2 外生竞争力计算结果及分析

表 3是 12市外生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从表 3
的计算结果看，合肥在区位优势方面的竞争力位列
第三，充分体现出合肥较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 合肥不仅与长三角城市群
之间有着发达的交通网络，还是连接长三角与中、
西部地区的纽带。 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历来是苏
浙沪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 近年来，合肥每年新
增的工业、就业、税收、投资等 ６0％来自长三角地
区。 合肥的过境高铁数量和过境高速公路数量均
在 12 市中名列前茅。 不足的是，合肥的水运条件
在 12市中相对较差，合肥港的货物吞吐量目前是
最少的。

表 3 外生竞争力各指标得分及排名

地区
 对外
 开放

排名
 区位
 优势

排名
 网络节
 点优势

排名

上海 4 骀.71 1 /3 x.57 1 亮3  .4６ 1 `
南京 -0 骀.52 7 /1 x.21 4 亮3  .07 2 `
苏州 2 骀.77 2 /-0 x.54 ６ 亮0  .79 4 `
杭州 0 骀.09 4 /1 x.51 2 亮2  .41 3 `
无锡 -0 骀.38 ６ /-0 x.84 7 亮-0  .11 7 `
宁波 0 骀.2６ 3 /0 x.4６ 5 亮0  .25 ６ `
合肥 -1 骀.41 11 F1 x.49 3 亮0 D.4 5 `
温州 -1 骀.58 12 F-0 x.88 8 亮-1  .74 10 w
扬州 -1  .1 8 /-1 x.52 10 鬃-1  .６5 9 `
嘉兴 -0 骀.34 5 /-1 x.６3 11 鬃-1  .６2 8 `
马鞍山 -1 骀.17 9 /-1 x.74 12 鬃-2  .83 12 w
芜湖 -1 骀.32 10 F-1 x.10 9 亮-2  .43 11 w

  合肥的网络节点优势竞争力排名第 5，在 12 市
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合肥的城市网络连接性
总体上较好。 网络节点优势最高的是上海，其次是
南京和杭州。 说明上海不愧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经
济、文化中心。 合肥的律师事务所节点连接率是其

所有行业连接率中最低的。 一个地区法律产业的
发达程度，取决于该地区的企业实力、投资环境和
产业结构等因素。 合肥的律师事务所节点连接率
低说明目前合肥缺乏诸如对外贸易、金融证券、重
组并购等需要专业法律服务的市场。
合肥在对外开放指标方面的竞争力排名倒数

第 2。 合肥的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较少，ＧＤＰ
中进出口所占的比重也较低。 这说明合肥的对外
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距离国际化都市的目标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3.3 综合竞争力分析

为了综合比较 12 市的竞争力，运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计算各城市的内生竞争力、外生竞争力以
及综合竞争力，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内生竞争力、外生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地区
 内生

 竞争力
排名

 外生
 竞争力

排名
 综合
 竞争力

排名

上海 2 唵.６3 1 舷3  .58 1 ａ4 贩.02 1
南京 1 唵.41 2 舷1  .17 3 ａ1 贩.81 2
苏州 0 唵.74 3 舷0  .79 4 ａ0 贩.98 4
杭州 0 唵.６2 4 舷1  .2６ 2 ａ1 贩.19 3
无锡 0 唵.41 5 舷-0  .44 7 ａ0 贩.00 ６
宁波 -0 唵.11 ６ 舷0  .31 5 ａ0 贩.07 5
合肥 -0 唵.44 7 舷0  .27 ６ ａ-0 贩.08 7
温州 -0 唵.93 9 舷-1  .25 9 ａ-1 贩.42 9
扬州 -1 唵.05 10 骀-1  .33 10 w-1 贩.52 10  
嘉兴 -0 唵.4６ 8 舷-1  .15 8 ａ-1 贩.05 8
马鞍山 -1 唵.13 11 骀-1  .7６ 12 w-1 贩.91 11  
芜湖 -1 唵.６9 12 骀-1  .4６ 11 w-2 贩.07 12  

  从内生竞争力看，合肥排名第 7，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 排名靠前的是经济发达的上海、南京、苏州、
杭州。 内生竞争力是由单体城市的内在属性所决
定的，说明合肥对资源的吸引、控制和转化能力还
有待提高。 合肥的外生竞争力排名第 ６，比内生竞
争力提高了 1名。
从外生竞争力的得分看，城市间的差异比内生

竞争力明显。 如，上海的外生竞争力得分为 3.58，
远远大于排在第 2 位的杭州的得分 1.2６。 说明在
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中，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在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获取资本和信息的能力
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并在城市群网络中处于主控地
位。 苏州内生竞争力高于杭州，但杭州凭借其优越
的区位优势和更强的网络节点优势，在综合竞争力
上反超苏州。 可见，城市综合竞争力并不简单等于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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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生竞争力，城市外生竞争力会在一定程度上
增大或缩小城市间内生竞争力的差距，形成城市综
合竞争力。
合肥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7，排在前面的依次为

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和无锡。 这说明，将合
肥建设成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还面临着严

峻挑战。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城市竞合的视角，构建包括内生竞争力

和外生竞争力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
角 12个中心城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
城市竞争力受到内生竞争力和外生竞争力的共同

影响，由城市间合作催生的外生竞争力有利于城市
综合竞争力提升。 （2）合肥的城市竞争力在长三角
12个中心城市中处于中等地位，虽然目前与沪宁杭
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但合肥的区位优势、科教优
势和后发优势明显。
基于各城市竞争力的比较可以看到，在提升城

市竞争力的实践中，不仅要注意城市内生竞争力的
建设，还要注重城市外生竞争力的培养。 首先，应
稳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优势，以合作途径提升外生
竞争力。 在信息网络时代，城市作为各种要素集聚
与流动的中心，将区域、国家乃至全球联系为一个
整体，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在这一背景
下，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其内生竞争力优势，通过城
市网络渠道获取更多资源，并整合转化为自身的竞
争优势。 其次，对于合肥而言，一要依靠便宜的劳
动土地资源、良好的工业基础、雄厚的科技力量，吸
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度；二要
提高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通达性，增加高速公路
或机场等先进交通设施的建设，这不仅可以增强城

市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中心城市上海更有效地发
挥其辐射效应，增强合肥的网络吸引力，从而提升
合肥的城市竞争力。 最后，城市发展的新变化，要
求城市之间要通过深化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利用效率。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城市早日跨上竞争
的“升级版”，真正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合肥市统计年鉴（2014）、南京市统计年鉴

（2014）、杭州市统计年鉴 （2014）、上海市统计年鉴
（2014）。

② 数据来源于合肥市统计年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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